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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中信银行杭州分行结

对帮扶的武义县桃溪镇锦源村

枇杷基地迎来丰收，果型偏大，

结果率高，品质为近年来最好。

看着 600余亩的枇杷，果农心里

喜忧参半，喜的是今年是个大丰

收年，忧的是销售渠道有限，加

上疫情影响和近期雨水较多，采

摘期短，出现严重滞销情况。

中信银行驻村党员得知情

况后，马上向上级行联系帮忙

销售，实行分支行“三级联动”

机制，多方寻找销售渠道，先后

帮助订出 3000多公斤枇杷，并

一路陪着该村干部将枇杷送到

客户手中，解决了村里的燃眉之

急，切实帮助村民解决了实际问

题，为村集体增加收入 10余万

元。

自 2018年结对以来，中信

银行杭州分行从经济捐赠到金

融项目服务等方面不断拓展帮

扶路径，提高帮促工作成效。做

好驻村帮促，发挥好驻村干部的

助推作用；开展项目帮促，助推

村集体经济增收和村民共富；实

施采购帮促，增加农民收入；落

实结户帮促，解决低收入农户实

际困难；开展服务帮促，组织员

工到村为农民办实事，真正做到

急农户所急，想农户所想，给农

户所需。

锦源村的村民们也坚信，在

政府和帮扶单位的关心支持下，

在全体村民的齐心协力下，锦源

村一定能够巩固脱贫成果，迈向

乡村振兴、共同富裕的新征程。

近日，为进一步引导金融资

源向科技创新领域集聚，中国银

行间市场交易商协会升级推出

科创票据。中信银行作为市场

头部主承销商，充分发挥“头雁”

引领作用和创新能力，火线落地

一批示范项目，发行金额已达38
亿元，并在主体和用途两类科创

票据创新上先行先试，双双斩获

“全国首批”，项目数量和质量领

跑市场。

金融创新助力科技创新
中信银行走在市场前列

科技创新是引领高质量发

展的第一动力，金融体系与时俱

进，更好服务科创领域是市场共

识和使命所在。

中信银行落地的首批项目

科技创新特征鲜明。例如，华光

环能拥有国家认定企业技术中

心等研发平台，掌握能源及环保

领域多个关键核心技术；三一集

团获得国家级科创称号“大满

贯”，多年来致力于研发世界工

程机械最前沿技术与先进产品；

合肥产投债券募集资金投向先

进存储器集成电路制造项目，有

力填补我国高端芯片领域产品

和技术空白，精准助力攻克“卡

脖子”核心技术。

依托在债券承销领域的深

厚积淀，中信银行迅速建立起覆

盖多企业类型、多信用层次、多

新兴产业的科创票据产品谱系

和全流程服务能力，后续将有批

量储备项目持续落地。

构筑领先业务体系
精准服务实体经济

近年来，中信银行努力发挥

债券承销在服务实体企业融资

方面的重要作用，打造出市场领

先的业务体系和专业团队。继

2021年成为公司信用类债券年

度承销额首破 7000亿元大关的

金融机构后，该行今年 1-5月债

务融资工具承销规模达 3091亿
元，继续位居市场第一。中信银

行近两年在科技创新、碳中和、

乡村振兴和能源保供等重点领

域均落地全国首批示范项目，积

极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债市动能，

树立行业标杆。

同时，依托中信集团“融融

协同”禀赋优势，中信银行联合

中信证券、中信建投打造债市

“中信共同体”，为实体企业提供

全场景、跨市场债券融资安排。

经济转型升级、迈入高质量

发展轨道的背景下，中信银行聚

焦前沿创新、自主可控、国产替

代、低碳减排等新动能领域，顶

格打造覆盖创新型企业全生命

周期的综合金融服务体系，推出

“不止于信贷”的立体化科创金

融综合解决方案，为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强保驾护航。

新时代呼唤新作为
商业银行当图其至远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指引下，

金融机构顺势而为，以金融活水

浇灌科创沃土，既是贯彻国家战

略的使命担当，也是开辟新经营

阵地、培育新增长曲线的自我发

展需要。

作为金融体系核心支柱的

商业银行，更是需要积极求变，

主动拥抱新发展格局，持续为科

创企业发展壮大搭桥铺路、输血

通脉，助力实现“科技—产业—

金融”的高水平循环。

贯彻创新驱动战略

中信银行落地“双首批”科创票据

日前，南京银行杭州余杭支

行党支部开展“青春学党史，健步

启征程，凝聚党建合力，助力共同

富裕”主题党日活动。支行全体

党员、团员赴余杭街道仙宅村贝

达蓝莓养殖基地，实地感受绿色

经济发展给当地带来的变化，了

解仙宅村美丽乡村、品牌培育、共

同富裕的建设进程，并与当地村

党委开展学习交流活动。

活动当天，支行全体党团员

观看了《国家记忆》和《党史中的

纪律》两部纪录片，并组织开展

“学党史 悟党史 明方向”观后感

讨论活动。“我们在做业务，做经

营的同时，必须加强红线意识和

底线意识。”“只有严守合规底线，

才能在业务上更上一层楼，更好

地 为 人 民 服 务 ，助 力 共 同 富

裕。”……通过学习党史，该支行

全体党员干部更加坚定了理想与

信念，激发了干事创业的热情。

支部书记陆一新以仙宅村的

嬗变为例，从“绿色农业”“共同富

裕”以及“当代金融青年应该如何

助力乡村实现共同富裕”三个方

面给大家上了一堂生动的党课。

随后，该支行全体人员参观

了仙宅村贝达蓝莓养殖基地，在

听取了工作人员的讲解后，一行

人对仙宅村党委推行的“党建+产
业”发展模式有了深入的了解，大

家一边感叹农业产业化、品牌化

对共同富裕建设的促进作用，一

边交流着发展经验，收获颇丰。

该支行党团员还为养殖基地的蓝

莓、石斛施肥，修剪老根，摘野树

莓，品尝土茶叶，真切地感受了一

回仙宅村的生活。

此次主题党建活动，不仅提

升了支行全体党员同志对严守

“党风党纪”重要性的深刻认识，

对共同富裕也有了更加直观的感

受。“我们将继续保持从严治党、

引领凝聚、融入创新、砥砺奋进的

清醒认识，不断开创全面加强党

建工作的新局面，以更加饱满的

精神面貌，展现青年人的使命担

当，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

陆一新表示。

（来源：南京银行余杭支行）

纾枇杷滞销之困 解果农燃眉之急
中信银行杭州分行驻村帮扶显成效

凝聚党建合力 助力共同富裕
南京银行杭州余杭支行党支部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来源：中信银行杭州分行）

中国建设银行App显示，该

行日前推出了数字人民币理财

服务功能，并为客户提供了两款

理财产品，分别为“龙宝按日开

放式理财产品”和“安鑫按日开

放式理财产品”。

据建行工作人员介绍，目前

该行仅支持账户指定的“一类钱

包”购买数字人民币理财，用户

需要先将在建行的数字人民币

钱包升级为“一类钱包”才可购

买。

据了解，个人数字人民币钱

包分四类，其中一类钱包，需现

场核验申请人身份信息，需验证

有效身份证件、手机号及本人境

内银行账户信息；可绑定本人境

内银行账户，支持个人数字人民

币钱包内数字人民币与绑定账

户存款的互转；实名程度最高；

二类、三类、四类钱包则可远程

开立。

此前，工行、建行、农行已经

推出了数字人民币钱包的余额

智能管理功能。

以工商银行App为例，该行

智能兑换功能可将数字人民币

自动转为活期存款，并提供“按

期自动存”和“超额自动存”两种

功能，用户可自由定制活期计

划。此外，该行可以提供“银行

账户+数字人民币钱包”组合支

付功能，当数字人民币钱包余额

不足时，可从银行账户自动充入

完成交易。

近日，建设银行手机银行App端上线数字人民币理财服务功能，引发市场关
注。“目前，数字人民币在便利性上与常用的支付宝、微信等电子支付应用还有些差
距，但安全更有保障，也不用手续费，而且功能也在不断增加，我觉得没有理由不支
持。”在体验了建行手机端的这一功能后，余杭居民陈先生这样说。

今年以来，数字人民币落地多个应用场景，包括购买理财产品、办理贷款、缴纳
税款等。运营机构提供的功能服务趋于多样化，此前已有银行上线“银行账户+数
字人民币钱包”组合支付和智能兑换功能，可帮助用户自由定制活期计划。

业内人士认为，这为居民使用数字人民币提供了更加丰富的金融场景。未来，
运营机构还可以开发数字人民币购买基金、保险等功能，数字人民币相关的定制产
品也有望多样化，助力居民零钱管理。

对于建行推出数字人民币

理财服务，冠苕咨询创始人、资

深金融监管政策专家周毅钦表

示，这是在零钱管理上更进一

步，增加了数字人民币在资产管

理业务中的应用场景，也是之前

光大理财上线首支数字人民币

理财产品后的一个新突破。

一位建设银行客户对中国

证券报记者表示：“随着数字人

民币使用场景的增加，未来居民

在数字人民币钱包中的零钱也

会越来越多，我认为这一功能未

来发挥的作用会越来越大，我也

非常乐意使用这一功能。”

值得注意的是，在建设银

行App可看到信用卡还款、子钱

包、红包、智慧食堂、礼品纪念

品、智能合约、硬件钱包等功能

服务。这也意味着，数字人民币

的用途以后可能更多。

助力数字人民币零钱管理

近期，数字人民币应用多

点开花。今年 6月初，大连某

国际货运代理有限公司在交

通银行大连分行成功办理全

国首笔数字人民币缴纳关税

业务。

6月 7日，农行江苏苏州

太仓分行以数字人民币形式，

向某公司发放普惠贷款 150
万元，并作为原料款支付至上

游供应商数字人民币钱包。

这是全国首笔由银行发放的，

实现了数字人民币应用场景

上的首创性突破，也在助企纾

困方面实现了创新尝试。

4月 26日，中国人民银行

文昌市支行、文昌市财政局、

文昌市气象局、交通银行文昌

支行通力协作，顺利从国库将

100万元财政实拨资金转至文

昌市气象局数字人民币对公

钱包，实现全国首单数字人民

币财政实拨资金业务在文昌

落地。

业内人士预计，随着各试

点城市工作的陆续推开，数字

人民币还有望在多个金融领

域实现新的突破。

“目前来看，利用数字人

民币结合智能合约可扩展可

定向的特性，在保险、预付费、

贷款发放、B2B资金结算、房

租租赁等银行常见的经营性

场景里都有数字人民币的项

目在试点，这些试点场景实际

上都值得银行借鉴。概括起

来，只要是符合存在定向支

付、交易流程不透明、交易资

金用途难以约束这几个条件

的场景都可以适用。”博通分

析金融行业资深分析师王蓬

博表示。

数字人民币应用多点开花建行上线数字人民币理财专区

买理财、办贷款、缴税……

这些事儿 数字人民币都能办了

今年“618”期间，数字人民币在多地试点，并迎来用户踊跃体验。京东科技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618”期间，京东科技携手银行在全国

23个城市发放千万元数字人民币红包，用户在京东使用数字人民币消费金额达4亿元，同比增长超18倍，超过2020年12月数字人民币开始

在京东试点至2022年5月的交易总和。

今年以来，伴随着第三批数字人民币试点城市的公布，多座城市陆续开展形式多样的数字人民币消费补贴活动，充分结合数字人民币服

务民生的普惠价值，精准提振当地消费，助力实体商户复苏。“618”期间，这轮数字人民币消费补贴，叠加上京东科技携手银行发放的数字人

民币红包，由此带动用户在京东App使用数字人民币迎来新一轮热潮。 本报综合中国证券报、北京日报

·阅读延伸·


